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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茶

认识肖复兴老师很多年了，当时我在报纸编
副刊，经常刊发他写北京胡同的文章，也亲自走访
过很多肖老师写的胡同。看文章跟亲自走的确有
很大不同，你能从文字中走出来，感受历史与现场
的微妙变奏。尤其前门一带，当年走的时候真正感
受到浓浓南城味道，没几年，前门胡同区已彻底商
业化、时尚化，好在肖老师的《蓝调城南》《八大胡
同捌章》《我们的老院》等，为我们记录下了不一样
的城南味道。

2017 年的一天，和罗雪村兄一起在肖复兴
老师家聚，后又一起去拜访高莽先生。也就是那
天，我们仨商量创立“一群文画人”公号，去年 2
月 1 日，“一群文画人”上线，成员包括：肖复兴、
赵蘅、罗雪村、孟晓云、冯秋子和我。六个人乐此
不疲地“边写边画”，2018 年 12 月 22 日，在中国
现代文学馆举办了“边写边画——— 屠岸、高莽逝
世一周年纪念展”，同时也是“一群文画人”作品
集体亮相。展览过后，肖复兴老师说自己精力不
济，暂时停止公号发文，但他其实一直在执着地写
写画画。

再次拜访肖复兴，我们聊文学、写作和书房。
肖老师的书房平静、素雅，没有所谓的善本，更多
的是他认为对自己有影响、有意义、有使用价值的
书，他们记录和承载了故事与人生，还包括了一百
多种肖老师自己的作品。

肖老师的书房里，主要有几类书：古典诗词，
明清小品，老北京的书，青少年时期阅读的书……
遗憾的是，留到现在的已经不多了。

今天，我们一起来到肖复兴书房，聊聊文学与
阅读，以及那值得回味的往事。

初三是我文学生涯的一个起点

和转折

绿茶：您的阅读启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肖复兴：我真正的阅读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当

时花一毛七分买了一本《少年文艺》(1956 年第 6
期)，这期印象最深的是刘绍棠的《瓜棚记》，之后
就持续买，这本小小刊物中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
王愿坚的《小游击队员》，王路遥的《小星星》等，其
中，还有一位美国作家叫马尔兹，他有一篇小说叫

《马戏团到了镇上》印象特别深。
这个小说写的是：有两个小孩，听说有一个马

戏团要来到镇上演出，他们大老远从清早出门到
镇上已经中午了。一打听，看马戏要票，他们没钱，
很沮丧。后来有人出主意，说一会儿马戏团来了之
后，你们去帮着卸东西、干活，一人可以得一张票，
等马戏团来了，这俩小孩就帮人家干活，累得够
呛，但是很高兴，因为真的一人得了一张票。等晚
上马戏团演出开始，小丑刚一出来，这俩小孩就睡
着了，因为太累了。

这篇小说印象太深刻了，觉得小说真有趣，有
这么出乎意料的结尾。可以说，我对文学的启蒙就
是从这篇小说开始的，要没这篇小说，我可能不一
定走文学这条路。

从此我一直买《少年文艺》，一直买到“文革”，
我买到最后一期。1956 年之前的《少年文艺》都没
看过，我特别想看全，后来在旧书店淘了一些，最
后，去国子监首都图书馆，每周日下午都去那里看

《少年文艺》，终于看全了。
中学期间，还有几个作家对我影响很大，一个

是萧平，他 1956 年发表的《海滨的孩子》《三月雪》
等，后来他出了一本小说集叫《三月雪》我买了一
本。还有一个作家叫任大霖，他有篇很小的文章叫

《蟋蟀》，还有一篇叫《打赌》，又看了一篇《渡口》，
都特别喜欢。

对我的阅读，最大的营养都来自小时候，那时
候阅读过的书和小说印象特别深。我不太赞成读
书破万卷，认真地读一个人的书或读透一类书，对
人的影响和帮助可能更大。

绿茶：那您的写作启蒙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的？

肖复兴：初二的时候，我们学校办了一个板报
叫“百花”，上面贴着一张一张稿纸，都是老师或高
年级学生写的，其中有一位高三的学生叫李元强，
他老在上面写“童年往事”，我觉得写得挺好，于是
也开始模仿他这样写。写一点自己的生活，有点向
小说靠拢的小文。

初三的时候，北京市搞了一个“少年儿童作文
比赛”。我有篇作文老师觉得写得不错，就寄给了
征文组委会，没想到得奖了。之后，出版社要出版
得奖的 20 篇作文，请叶圣陶作序，每篇文章叶圣
陶都做了点评和修改。叶先生的修改特别详细，逐
字逐句修改。修改稿教育局印了一个小册子发给
老师，老师就把这个小册子给我看，说，你看看人
家叶圣陶先生给你修改的。修改稿字斟句酌，对我
帮助特别大。一是鼓励了我，二是看到名家怎么修
改，也让我大受启发。初三毕业那年暑假，叶圣陶
找我们班两个同学上他家去，这是我头一次见大
作家。初三是我文学生涯的一个起点和转折。

绿茶：您很多书和文章写到北大荒时期，那时
候，您还有阅读生活吗？

肖复兴：高中上的汇文中学，是个百年老校，
藏书特别多。高一高二那两年读了大量的书，近代
作家的作品和国外的名著，基本上都是那两年读
的，可以说是我的阅读高峰。当时脑子好，精力充
沛，做了很多笔记。之后我就到北大荒插队了。去
北大荒时带了一箱书，但是这批带的书很快就看
完了。

我有个同学在兽医站，他们站有个钉马掌的
叫曹大肚子，他家有很多书，他听说我爱看书，跟
我那同学说，你让肖复兴找我来。同学就来找我，
我当天晚上就赶到同学那儿。曹大肚子让我开个
书单，回去给我找。我就写了三本书：一本书亚里

士多德的《诗学》，一本是艾青的《诗论》，还一本
是伊萨可夫斯基的《论诗的“秘密”》。他看了看
书单，下午拿报纸包着一包书，我打开一看，就
是这三本书。那是 1971 年，这三本书当时在北
京找都非常困难。

在北大荒时期，我主要从曹大肚子那里借
书看。他当兵出身，曾是个上尉，有点钱，都买
了书。但他从来不让我上他家去，借书每次都
是开书单。在北大荒，因为曹大肚子，我一直有
书看。临走前，我决定无论如何要上他家看看，
我就直接去了。他家有个小偏房，一屋子都是
书。

叶圣陶一家三代的帮助

绿茶：真是难得有这样一个人，让您依然能
享受到阅读。除了阅读，写作是不是您北大荒岁
月排解孤独的方式？

肖复兴：的确，我就是在北大荒时期，1971
年冬天真正开始写东西，一个冬天写了十篇散
文，我就给叶圣陶的孙女(她跟我同龄)寄去一
篇，让她帮我看看，她就把我的文章拿给她爸爸
看，她爸爸叶至善原来是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的社长，当时从五七干校回来正赋闲在家，看了
我的文章觉得写得不错，也像叶圣陶先生一样，
逐字逐句帮我修改，完了让他闺女把修改稿寄
回给我，同时附了一封信，信中说，你如果有其
他文章，也寄来看。我于是把其他几篇都寄给叶

先生，他每篇都给我做了详细地修改。老一代编
辑家真是认真。

1972 年，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三十
周年，各地报纸副刊纷纷刊登文艺作品，我们农
场场部有搞宣传的，到处征文，听说我写东西，
就跟我要了一篇。我就把叶先生修改过的文章
重新抄了一份给他，他们复印了好几份，寄给黑
龙江的几家报纸，没想到，这几家报纸都刊登
了。这给我极大的鼓励。

这一年，《北方文学》复刊，有个叫鲁秀珍的
编辑看了我的文章觉得写得不错，从哈尔滨到
农场找我，当时我回北京探亲了，她给我留了一
封信，提了几点修改意见。我回去后根据她的意
见修改好寄给她。这篇文章就发在复刊号第一
期上。这是我正式在文学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
文章。这篇文章叫《照相》，写北大荒的生活和友
谊。

绿茶：回想您的文学生涯，觉得自己的写作
受哪些作家影响比较大？

肖复兴：小时候的阅读启蒙刚才说了，高中
之后以及后面的写作生涯，对我影响比较大的
作家有：契诃夫、屠格涅夫、罗曼·罗兰、雨果、巴
乌斯托夫斯基。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
夫》，雨果的《九三年》都对我影响很大。其实，我
看书不是特别多，但是我看的书都认真看。我的
创作中，可能这些人的影响都有，是一种综合性
的影响。

粉碎“四人帮”后，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叫
《玉雕记》，发表在 1978 年第 4 期《人民文学》
上，当时，我在中学当老师，是个很业余的作者。
那年秋天，去中央戏剧学院上学了，大学四年，
陆续写了一些作品。我直到 1997 年才调到《人
民文学》工作。

从最熟悉的开始写

绿茶：您的写作领域很广，我看书架中您的
作品上百种，涉及不同方向，是怎么做到的？

肖复兴：我主要写我熟悉的领域。我曾经一
度在《新体育》杂志社，和文坛瓜葛不多，一直是
文坛里的“孤魂野鬼”，还是孙犁先生说的好：
“背靠文坛，面向写作。”孙犁先生晚年的杂文对
我影响很大。他从往年的经历中，去调整和现在
的勾连，去找自己的写作方向和动力，而不是按
惯性去写作，为写作而写作。这也引发我的思
考，我写什么？能写什么？

就像我写老北京，我选择我熟悉的。北京太
大，我缩小到我熟悉的南城，所以，我写了《蓝调
城南》；但是南城其实也很大，我最熟悉的就是
前门一带，于是，我就写八大胡同，鲜鱼口等胡
同，文章被出版社看到，建议我扩展一下，于是
写了《八大胡同捌章》；前门也很大，我最最熟悉
的是我家门前的打磨厂老街，老街也很大，最
后，回到我生活的老院。我把我们老院的格局、
提纲以及多年来的采访、走访资料都准备好，
2016 年在美国一口气写了《我们的老院》。

绿茶：看出来了，您的每一个主题和系列，
都有浓浓的生活经历和故事背景，怪不得您能
这么顺手拈来。

肖复兴：每一个作者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
处，认识到这点，我们的写作就找到合适的表达
方式。我每次写完一个主题，都会停下来问问自
己，我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写？能不能写？

于是，作为老三届，我写了一组老三届，姜
德明老先生看到了，希望在他主持的人民日报
出版社出版，于是，《啊，老三届》第一版就是他
给出的；北大荒的生活，我更侧重描写那一代人
的命运，《北大荒断简》就是这样的记录；我当过
多年的中学老师，那一段生活我觉得也值得书
写，“青春三部曲”《早恋》《女生日记》和《青春奏
鸣曲》就是记录那段生活。

上世纪 90 年代，我在《新体育》，去德国报
道比赛，在超市里买了很多处理的唱片，很便
宜。后来在北京的一个免税店买了一台当时最
好的先锋音响，之后，听了十几年古典。那时候
很痴迷古典，就开始在报纸写音乐专栏，这些就
是后来的《音乐笔记》。这本书一版再版，后来，
陆续又出版了《音乐欣赏十五讲》《春天去看肖
邦》《最后的海菲兹》等。

2000 年后，儿子肖铁跟我说，爸，你别老写
这些，我给你拿些摇滚的唱片听听吧。儿子就给
我拿了一书包摇滚唱片，老艺术摇滚、迷幻摇滚
等，特别好听。我也听了很多艺术摇滚的唱片，
还跟着他去五道口买打口带，后来，写摇滚的这
些文章结集成《聆听与吟唱》。

家里基本不留没用的书

绿茶：您现在的书房，是阅读史的积累吗？
小时候那些书籍还在吗？

肖复兴：小时候那些书基本不在了，大部分
都是粉碎“四人帮”之后，慢慢买的。我不藏书，
而且随看随扔，家里基本不留没用的书。我认真
看过，对我影响大的，以及现在正在用的书我才
留。

我的书房主要有几类书。一类是古典诗词，
退休之后我学习写古典诗词，这些书我收了很
多。其中最常看的陆游的《剑南诗稿校注》八卷，
还有是《读诗心解》上下册，这两套书我一直在
看。还有一类是明清小品，这些作品和现代人的
感情比较接近，短小有趣。

再就是关于老北京的书。因为我写老北京，
凡是涉及此类的书，能找到的都会收。

还有一类是青少年时期对我影响比较大的
作家的书。比如巴乌斯多夫斯基，前些年出版了
一套他的《一生的故事》六卷，我也是经常读，每
一次读都很有启发。

我的书房里有年头的书不多，当年偷了我
爸五块钱，买了《陆游诗选》《杜甫诗选》《宋词
选》三本书，是少年时候的阅读记忆之一。后来，
又买了一本《李白诗选》，上面的藏书章也是我
自己刻的。

还有一本比较老的是郭风的《叶笛集》，
1959 年出版，我买的是 1962 年再版的，东安市
场买的，一毛钱。那时候我上初二。这是少数留
到现在的小时候的书。这本书，我曾带去北大
荒，别的书都让人借走不还我了，这本书没人
看，我就一直留到现在。所以说，书也有自己平
凡或不平凡的命运。

书房主人简介|肖复兴

北京人，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著有长篇小
说、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随笔集、理论集一百余
部。近著《肖复兴文集》十卷，《肖复兴散文》四
卷，《我们的老院》，《北大荒断简》等。曾获全国
及北京上海文学奖，中国好书奖，冰心散文奖，
老舍散文奖，朱自清散文奖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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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复兴书房手绘。 绘图：罗雪村

▲肖复兴在自己的书房。 摄影：绿茶

深深读读

韩浩月

我的书房很小，小到只有
几个平方米，所以每当看到朋
友们晒他们的大书房的时候，
总是有一些羡慕，心里想的是，
假若有一天，我也有那么大的
书房……

目前来看，有一个大书房
的可能性不太大了，北京的房
价太贵，想要过一把大书房的
瘾，恐怕只有到藏书家韦力老
师那里，徜徉一番，感慨一番，
嫉妒一番，然后回到自己的小
书房里，默默地读书、写字。

小书房有小书房的好处，
因为藏书不多，所以该精简时
得精简，能放到小书房里的书，
都是精挑细选的，都是心中至
爱，这就解决了想看的书迟迟
找不到的问题，随便抄一本出
来，都是能够打发几个小时。

小书房有好处，自然也有
坏处。坏处在于，因为书房小，
空间小，沙发也小，读书时常会
发生这样的事情：读着读着就
困了，拿着书就在书房睡着了，
突然书落地、人惊醒，才想到有
些稿子没能完成……总而言之
一句话，小书房太安逸，容易让
人懒惰。

大书房就不一样，大书房
某种程度上是客房，来了朋友，
要招待喝茶，要展示藏书，要山
南海北地聊，在这么一个会客
的空间，总是让人有一种警醒
感——— 要工作，要动笔，不能太
过放松，大书房是用来创造的，
不是用来睡懒觉的！

书房虽小，只要有就是好
的。总比没书房的读书人要强
一些。要知道，在二三十年前，书房还是多么奢侈
的事情，我看到许多的读书人，他们的作品都是在
流浪的途中写就的，比如沈从文、黄永玉等先生，
他们在写作的时候，哪里还考虑过书房的事情，在
旅店里，在船上，一篇篇妙文便完成了。

我在很晚的时候才有了这间小书房。从前那
时候，都是一张简单的书桌摆在卧室里或者阳台
上，写东西的时候，要先自我闭关半小时，把外界
的声音全部屏蔽掉之后，才能进入情境。

记得有朋友过来做客，看到我阳台上杂乱无
章的写作环境，感慨道，“真想不到你那十多本书
是在这儿写出来的”，我把这句话当成一种表扬
了。一个写作者，没有书房，就如同一名战士缺乏
战车与盔甲。当然，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他们早期
的文学创作，连一个宽绰一点的阳台也没有，甚至
是趴在土炕上完成的。

当一个人把自己关进书房的时候，他的潜台
词一定是这样的：不要打搅我，让我享受一段安静
的时光，进书房的时候一定要敲门，这个世界那么
大，就剩下一间小小书房可以容纳这颗不安定的
心了……

贾平凹在他的散文里写到过有两怕，一是怕
有人敲门，二是怕有人进他的书房，因为陌生来者
进家或者进了书房之后，总是忍不住眼光四处溜
达，想要卷起一本书或者一幅字画，就算不打算带
走东西，一拨拨地进来漫无边际的闲扯，也会让贾
平凹感到郁闷、憋气、愤怒……作家写作，最需要
两种感觉，一种是安静，一种是安全感，书房恰好
能提供这两者。

在没有书房的时候，最能让写作者觉得安静
和有安全感的，恐怕是待在洗手间里了。关上门，
打开抽风机，或者拉上浴帘，整个世界就被关在了
门外，这个时候读上十来分钟的书，或者发上十来
分钟的呆，没有人管你，没人关心你读什么、想什
么，就算你啸叫几声，别人也不大听得见，对整个
人来说，这是极好的放松。

记得我在规划自己书房的时候，就出于实际
的需求与综合的考虑，订制了隔音效果非常棒的
门，购买了心仪的书架，摆上了觉得值得一翻再翻
的好书，书架前面，放了一张柔软舒适的小沙发，
电脑前坐累了，躺小沙发上翻翻书，哪怕浏览一会
儿手机，都觉得心情无比愉悦。书房给人带来的享
受太超值了。

在家里，当我把自己关进书房的时候，就等于
发出了一个信号：“我在工作，请勿打扰”。但女儿
是对此信号不管不顾的，她时常冲进门来，要么让
我欣赏一幅她刚完成的画，要么送来某种她觉得
美味的零食。如果不是因为写作而焦虑的话，我会
把她抱坐膝头，让她看着我打字。让一个人可以如
此随便地出入你的书房，这是一种至高待遇。

英国哲学家亚当·菲利普斯有一段关于书房
的文字，特别值得分享，“坐在这个书桌前唯一会
做的事情也就是下笔写作。当停笔时，抬头看看前
方，什么也不想，忘记当下，思绪分散，无边无际地
飘向远处。我一直梦想自己能在任何地方，任意房
间落笔写字，而事实上，我却只有在这个房间里，
才能真正写出点东西来。”

我觉得这是一种奢侈。受互联网时代的信息
传播特征影响，我时常要在不同的场合写作稿件，
比如电影院旁的咖啡馆，比如公交车上，比如旅行
途中，时间久了，也习惯于用一台智能手机来完成
信息搜集、稿件撰写与发送的任务。但还是觉得，
真正的写作应该发生在书房里，只有在书房里，才
会感到有无数大师相伴，有种无形但却有力的精
神暗示，来激发一位写作者在自己的水平之内，尽
可能写出好的作品。

几年前开始，有了大段的时间在书房，奔波了
一二十年，书房终于成为我白天呆得最多的地方。

可以这么说，我在书房的时候，就是最平静、快乐
的时候，愿你也有更多的时间，呆在自己的书房
里。

当
一
个
人
把
自
己
关
进
书
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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